
 

- 1 - 

 

证券代码：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18-086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9 年融资预算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龙门煤化”） 

2、韩城市新丰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丰科技”） 

3、内蒙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内蒙古黑猫”）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37.4 亿元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截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公司为龙门煤化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093,674,440.55 元，为新丰科

技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7,257,500.03 元，为内蒙古黑猫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00 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信贷融资预算

及担保安排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9 年度信贷融资预算及担保安排方案，公

司向子公司龙门煤化、新丰科技、内蒙古黑猫 2019 年度信贷融资预算提供担保如

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 

号 
信贷融资机构 

2019 年 

担保金额 

2019 年信贷融资 

主要担保方及担保安排 



 

- 2 - 

序 

号 
信贷融资机构 

2019 年 

担保金额 

2019 年信贷融资 

主要担保方及担保安排 

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龙门煤化） 

1 中国工商银行 1.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2 西安银行 2.5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3 恒丰银行 3.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4 成都银行 2.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5 重庆银行 1.5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6 广发银行 1.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7 中信银行 1.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8 华夏银行 1.5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9 富邦华一银行 0.9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10 东亚银行 1.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11 浦发银行 1.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12 其他金融机构 5.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合计 21.4  

韩城市新丰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丰科技） 

1 其他金融机构 1.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合计 1.00  

内蒙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黑猫） 

1 其他金融机构 7.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2 融资租赁机构 8.00 陕西黑猫（连带责任保证） 



 

- 3 - 

序 

号 
信贷融资机构 

2019 年 

担保金额 

2019 年信贷融资 

主要担保方及担保安排 

 合计 15.00  

总计 37.4  

以上每笔担保业务在实际发生时签署担保协议，有关担保协议的具体权利义

务将根据公司 2019 年度信贷融资预算及担保安排方案进行约定。 

公司 2019 年度信贷融资预算及担保安排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根据被担保人龙门煤化最新《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684765337U 

登记机关 韩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龙门工业园东区 

法定代表人 张林兴 

注册资本 叁拾捌亿伍仟万元人民币（38.5 亿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焦炭、煤气、煤焦油生产销售；LNG、甲醇、粗苯、硫铵、

合成氨、尿素、硫磺、硫酸及深加工产品生产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公司持有龙门煤化 51%股权，龙门煤化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龙门煤化其

他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45%）、陕西大前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比例 4%）均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2、根据被担保人新丰科技最新《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韩城市新丰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581671536762G 

登记机关 陕西省韩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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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煤化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吉忠民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 年 4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化工厂的筹建 (甲醇液氨合成气、蒸汽、氮气、硫磺、化工

焦加压气化技术及深加工产品研发)的生产与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公司持有新丰科技 100%股权，新丰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根据被担保人内蒙古黑猫最新《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内蒙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825067547174Y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青山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刘继东 

注册资本 贰拾叁亿捌仟柒佰叁拾肆万陆仟柒佰零叁 

成立日期 2013 年 05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05 月 23 日至 2063 年 05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电、煤气、焦炭、LNG、甲醇、合成氨、尿

素、己内酰胺、炭黑、硫胺等煤气类、煤焦油类、苯类深加

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一般经营项目：无（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乌拉特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目前公司持有内蒙古黑猫 100%股权，内蒙古黑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1、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已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主要财务指标 2017.12.31/2017 年度 

龙门煤化 

资产总额 7,863,318,087.98 

负债总额 4,316,684,007.10 

净资产 3,546,634,080.88 

营业收入 7,441,878,7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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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 主要财务指标 2017.12.31/2017 年度 

利润总额 168,755,130.22 

净利润 143,024,819.70 

新丰科技 

资产总额 643,549,069.04 

负债总额 251,216,639.02 

净资产 392,332,430.02 

营业收入 3,361,676.62 

利润总额 -2,818,110.34 

净利润 -4,836,516.23 

内蒙古黑猫 

（筹建阶段） 

资产总额 148,306,816.93 

负债总额 112,745,149.52 

净资产 35,561,667.41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2,780,181.23 

净利润 -2,780,181.23 

 

2、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主要财务数据（未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主要财务指标 2018.11.30/2018 年 1-11 月 

龙门煤化 

资产总额 10,274,141,325.72 

负债总额 6,461,633,037.62 

净资产 3,812,508,288.10 

营业收入 7,546,109,513.55 

利润总额 267,369,955.07 

净利润 267,369,955.07 

新丰科技 

资产总额 139,058,921.61 

负债总额 44,044,808.82 

净资产 95,014,112.79 

营业收入 10,642,1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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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 主要财务指标 2018.11.30/2018 年 1-11 月 

利润总额 -593,356.21 

净利润 -593,356.21 

内蒙古黑猫 

（筹建阶段） 

资产总额 2,691,636,070.06 

负债总额 268,400,407.72 

净资产 2,423,235,662.34 

营业收入 6,837.61 

利润总额 -5,115,865.39 

净利润 -5,115,865.39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龙门煤化、新丰科技、内蒙古黑猫系公司子公司，

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融资能力，符合正

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需要，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子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长期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

额度）为 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394,438,895.54 元（约 54 亿元）

的 0%（按公司 2017 年度合并审计报告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公司对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 2,170,931,940.58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5,394,438,895.54 元的 40.24%。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七、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3、被担保人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已审计） 

4、被担保人 2018 年 11 月 30 日财务报表（未审计）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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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8 日 


